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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G/KL-DC型
便携式电磁流速/流量仪使用说明书

一、概述
MGG/KL-DCB 型便携式电磁流速/流量仪是一种专为水文监测、江河流

量监测、农业灌溉、市政给排水、工

业污水处理等行业流速/流量测量而

设计的一种便携式测量仪表。它采用

了特殊的微功耗设计方案，全数字信

号处理技术，使得仪表测量更加稳定

可靠，测量范围宽，测量精度高，可

广泛用于水文、水利、农灌、给排水

等领域需要经常移动测量的场合。

二、功能特点
 稳定可靠：测速传感器无活动部

件，不会产生缠绕保持长期连

续可靠工作；

 工作时长：微功耗设计，一次充电可连续工作 80 小时以上；

 高清显示：显示器采用高清晰背光源 LCD 显示器，全中文汉字菜单显

操作简单、使用方便，无论白天黑夜清晰读数。

 显示齐全：仪表可同时显示断面平均流速、即时水位、瞬时流量等项

测量参数。

 一机多用：仪表可做流速仪使用，也可做流量仪使用（置入过水断面

基本结构、输入水深数据即可实现流量测量）；可满足不同断面的明

渠、暗渠的流速和流量测量。

 数据保存：一次可保存 1000 组测量数据，永不丢失。

三、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流速测量 0.05m/s～10m/s（分辨率 5mm/s），流量≤10000

m³/s； 渠底宽≤20m；渠深≤20m；边坡系数 0～10；

 测量精度：±1.0%FS；

 采集间隔：10S～90S 可调；

 供电方式： 3.6V/4Ah 可充电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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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方式：LCD 大屏幕液晶背光源显示器，全中文汉字显示，仪表可

同时显示断、断面平均流速、瞬时流量等项测量参数；

 物理接口：RS232 接口

 介质电导：>20µs/cm

 介质温度： 0℃～60℃

 环境温度：-10℃～50℃

 显示位数：水位 5位， 流速 5位，流量 5位

 外型尺寸：127×114×80（mm）（显示仪）

 外形尺寸：Φ32×460（mm）（传感器）

 测杆长度：常规 1000mm×节数 （1500mm×节数可选）或吊环配件

四、工作原理
MGG/KL-DCB 型便携式电磁流速/流量仪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制

做的。

当导电流体在沿流速传感器的交变磁场与电极中轴线垂直面运动时，

导电流体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势，该电势被信号电极（在与导电流体平

行线和磁力线相互垂直的流速传感器两侧壁上安装了两个对称的电极）所

采集，此感应电势与流速大小成正比；转换器通过该感应电势计算出流过

流速传感器侧面的导电流体流速，此流速信号经流量显示仪放大转换成与

流速信号成正比的数字量信号，由此实现流速的测量。

流量显示仪将流速信号加上已置入的水位数据及渠道基本结构参数

通过显示仪内设置的水利数学模型进行运算，从而得到过水端面的水流

量。[ Q(瞬时流量)=S（断面面积）*V（断面平均流速）置入（水利模型)]。

五、仪器组成结构
本仪器结构按工作原理分为：电磁流速传感器、流量显示仪、测流杆

（或者悬挂钢丝）等三部分。

六、仪表基本组装与简介（如下图所示：）
6.1 流量显示仪接线端口说明

6.1.1 显示仪端口：用于连接电磁流速传感器，电磁流速传感器引出线

以做好连接插头，使用时将插头直接插入拧紧两侧螺丝即可。充

电端口用于内部电池的重复使用；通讯端口便于和计算机端口连

接。



5

测量连接

6.1.2 充电连接：用于显示仪内部电池充电时与充电器的连接。（注：

对显示仪内部电池充电时，必需关闭电磁流量显示仪的电源工作开关，禁

止在电池充电状态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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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连接

6.1.3 通讯端口：用于脉冲输出和 RS-232 通讯端口的连接。

6.2 流速传感器：

流速传感器由流速传感器、流速仪尾翼连接线组成。

流速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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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仪尾翼

吊环、中轴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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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总成

连接总成

测杆连接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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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仪表菜单、键盘功能及参数设置
按键说明

1. ：退出键：切换功能：轻按此键可使光标在设置项之间切换；退出

功能：在参数设置状态下长按 6s 退出设置状态返回工

作界面

2. ▲：巡加键：向前翻页或者修改参数时加 1键。

3. ▼：巡减键：向后翻页或者修改参数时减 1键。

4. ■：设置键：保存功能：在参数设置完成后，轻按此键使光标移出，

此时参数被设定完成并保存；设置/移位功能：在参数

设置状态下轻按下此键进入光标所指的参数设置/修改

内容，再按此键作为移位键使用。

密码输入（工程模式下使用）

该仪表可实现一机多用功能，分为流速测量模式和流量测量模式。默

认模式为流速仪模式。

仪表开机运行后如需对工作模式进行修改或其他需改动参数时，要输

入相应的管理密码才能进入参数的设置或修改状。密码为 6 位数字在

000000～999999 之间任意设定，默认为 000000。实际使用时可自行修改。

在任何工作模式下，长按设置键 6秒→显示“密码 000000”此时按一下设

置键黑色背影出现在第一位密码位置处，此时用“巡加或巡减”键将其修

改为密码第一位值，再按一次“设置”键，黑色背影移到下一位密码位置

处并保存上一个密码值。重复上述步骤完成六位密码的输入，最后再按一

次“设置”键将黑色背影移出该项，系统则进入参数设置状态。

参数设置与修改

仪表进入设置状态后，显示界面上要修改的参数前会出现“→”光标。

用“设置”键进入需要设置或修改项，用“巡加或巡减”键进行数值的增

加或减小的修改，用“退出”键进行参数项之间的切换。

以修改工作模式为例——进入参数设置/修改状态后，用“巡加或巡减”

键翻页，用“退出”键进行参数项之间的切换找到测速测流项。按下“设

置”键，测速测流项上出现黑色光标，然后用“巡加或巡减”修改该参数，

使之为需要的数值，修改完成后按一次 “设置”键，将光标光标移出，

同时该项参数设置/修改被确定并保存。待所有参数设置/修改完成后，长

按 “退出”键 6 秒钟后，程序即返回到正常测量状态（如果在设置状态

下无任何操作，程序会在 60 秒后自动返回到正常测量状态）。(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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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流速仪模式和流量仪模式)

7.1 流速仪模式菜单

页面 参数项 设定、显示单位 显示提示符 默认值

1 测点流速 0.000～10.000m/s 流速

采样周期 10-90s 测量周期 1（*10s）

自动对零 0=清除，1=校准 零点校准 0

状态提示 报警符号

2 测值用户编号 0～65535 测值编号 0

记录号查询 0～999 查看记录 0

7.1.2.菜单及参数详细说明

第 1页：

1.流速：该参数为实测点的点流速值，显示范 0.000-10.000m/s。

2.测量周期：流速仪在一定时间内所测得的流速数据经过平均后送到

显示器上显示，这段时间即测量周期。(长的测量周期能

提高仪表显示流速的稳定性及输出信号的稳定性。适用于

脉动流量测量现场；短的测量周期表现为快速的测量响应

速度，适用于需要测量即时流速的测量现场，此项参数根

据实际现场水流情况设置）。

3.零点校准：该项参数为系统零点调整功能参数。仪表在使用前如果

有零点偏差，可通过此参数进行零点标定。该菜单置 01 时

60 秒自动调零。

第 2页

1.测值编号：该参数作为测量值的序号，可由操作者输入，用于识别

测值性质，每次测值自动加 1。

2.查看记录：该参数作为历史数据查询时使用，用于查询已存的测值，

输入记录号后通过前后翻页查看测值编号判断测值性

质

7.1.3 按键说明

：退出键：切换功能轻按此键可使光标在设置项之间切换。在流速仪或

流量仪的首页采集状态下，长按退出键 2s 可以终止当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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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周期，重新开始新的采集周期。

▲：巡加键：向前翻页及修改参数时加 1键。

▼：巡减键：向后翻页及修改参数时减 1键。

■：设置键： 保存功能在参数设置完成后，轻按此键使光标移出，此时

参数被设定并保存；设置/移位功能在参数设置状态下轻按

下此键进入光标处所指的参数设置/修改内容，再按此键作

为移位键使用。

7.2 流量仪模式菜单

页面 参数项 设定范围、显示单位 显示提示符 默认值

1 断面平均流速 0～10.000m/s 流速

断面平均流量 0～10000000m³/s 流量

水位输入值 0～10.000m 水位 0m

状态提示 报警符号

2 流速计安装高度 0.000～10.000m 测速高度 0.500m

流速计安装边距 0.000～10.000m 测速边距 0.250m

渠底宽度 0.000～20.000m 底宽 1.000m

边坡（横高比） 0.000～10.000 边坡 0.000

3 采集计算周期 10-90s 测量周期 1（10s）

自动调零 0=清除，1=校准 零点校准 0

测值用户编号 0～65535 测值编号 0

用户查询记录号 0～999 查看记录 0

7.2.1 菜单及参数详细说明

第 1页：

1. 流速：该参数显示测量断面的平均流速。

2. 流量：该参数显示过流断面的瞬时流量。

3. 水位：该参数在需要实现流量测量时置入水位深度参数。（通过改动

该参数可快速实现统一地点不同水位的流量测量）。

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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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速高度：流速传感器到渠道底部的高度（在实现流量测量时此参

数必须设置）。

2.测速边距：流速传感器到渠边的距离参数（在实现流量测量时此参

数必须设置）。

3.底 宽：渠底宽度，渠道底部宽度（在实现流量测量时此参数必

须设置）。

4.边 坡：边坡系数，梯形渠边坡的宽高比（在实现流量测量时此

参数必须设置α=B/H）。

第 3页：

1. 测量周期：流速仪在一定时间内所测得的流速数据经过平均后送到

显示器上显示，这段时间即测量周期。(长的测量周期能

提高仪表显示流速的稳定性及输出信号的稳定性。适用

于脉动流量测量现场；短的测量周期表现为快速的测量

响应速度，适用于需要测量即时流速的测量现场，此项

参数根据实际现场水流情况设置）。

2.零点校准：该项参数为系统零点调整功能参数。仪表在使用前如果有

零点偏差，可通过此参数进行零点标定。

3.测值编号：该参数作为测量值的序号，可由操作者输入，用于识别测

值性质，每次测值自动加 1。

4.查看记录：该参数作为历史数据查询时使用，用于查询已存的测值，

输入记录号后通过前后翻页查看测值编号判断测值性质

7.2.2 按键说明

：退出键：切换功能轻按此键可使光标在设置项之间切换。在流速仪

或流量仪的首页采集状态下，长按退出键 2s 可以终止当

前采集周期，重新开始新的采集周期。

▲：巡加键：向前翻页及修改参数时加 1键。

▼：巡减键：向后翻页及修改参数时减 1键。

■：设置键：保存功能在参数设置完成后，轻按此键使光标移出，此时

参数被设定并保存；设置/移位功能在参数设置状态下轻按下此 键进入

光标处所指的参数设置/修改内容，再按此键作为移位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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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工程模式菜单

页面 参数项 设定范围、显示单位 显示提示符 默认值

1

传感器换算系数 0.0001～6.0000 传感系数 1.0000

转换器换算系数 0.0001～6.0000 转换系数 1.0000

仪表换算系数 0.0001～6.0000 仪表系数 1.0000

流速零点修正 0.000～1.000m/s 零点基准 0.00m/s

2 设置密码 000000～999999 密码 000000

3

流量修正系数 0.0001～6.0000 流量系数 1.0000

流量满度值 0～10000m³/s 流量量程 1 m³/s

流量显示单位 0=m³/s，1=m³/h 流量单位 0

输出频率量程 0～1000Hz 频率上限 1000Hz

4

流速小信号切除 0.000～1.000m/s 信号切除 0.01m/s

仪器节电控制 0=不关机，1=自动关机 自动关机 1

记录号起始值 0～999 测值记录 0

流速/流量选择 0=流速仪，1=流量仪 测速测流 0

7.3.1.菜单及参数详细说明

第 1页：

1. 传感系数：该项参数为流速传感器标定系数。流速传感器都有唯一

的传感器标定系数，该系数由实际标定得来并在合格证上标

注。仪表出厂时此系数已经被置入（不可修改）。

2. 转换系数：该系数为显示仪制造厂专用系数，用该系数将电磁流量

显示仪测量电路系统归一化，以保证所有电磁流量显示仪

间的互换性达到一致（此系数用户不可随意修改）。

3. 仪表系数：该系数为备用系数，它和流速显示为乘积的关系。

4. 零点基准：该系数为系统零点调整的补偿参数，可手动补偿零点修

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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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页：

1.设置密码：该参数为用户密码，用户可根据自己需要自行设置与修改

（出厂设置 000000）。

第 3 页：

1.流量系数：该系数为测量系统误差修正系数，与流量显示成比例关系

（默认设置为 1）。

2.流量量程：流量量程上限与频率输出上限相对应，当需要频率输出信

号时，请设置所需量程，默认设置为 10000。

3.流量单位：流量单位有两种 m³/s 和 m³/h。选择 0 时单位为 m³/s；

选择 1时单位为 m³/h。

4.频率上限：流速仪时，【频率上限】固定对应 10.000m/s；流量仪时，

【频率上限】对应【流量量程】。

第 4页：

1.信号切除：即干扰信号切除，它是按流速来表示的，小信号切除时

流速、流量和脉冲输出同时切除。单位 m/s。

2.自动关机：显示仪分限时工作和连续工作两种工作模式，选择 0 为

限时工作方式（1800s 自动关机），无操作 60s 自动关机

选择 1为连续工作方式（直至电压值变低）。

3.测值记录：是仪器自动记录每次测值的内部存储号，可在设置菜单

内设置初始值，每次测值自动加 1，1000 个记录后自动

覆盖。

4.测速测流：当该仪表做为流速仪使用时此参数置为 0；当该仪表做为

流量仪使用时此参数必须置为 1。

7.3.2 按键说明

1. ：退出键：切换功能轻按此键可使光标在设置项之间切换。在流

速仪或流量仪的首页采集状态下，长按退出键 2s 可以终止当

前采集周期，重新开始新的采集周期。

2. ▲：巡加键：向前翻页及修改参数时加 1键。

3. ▼：巡减键：向后翻页及修改参数时减 1键。

4. ■：设置键： 保存功能在参数设置完成后，轻按此键使光标移出，

此时参数被设定并保存；设置/移位功能在参数设置状态下轻

按下此键进入光标处所指的参数设置/修改内容，再按此键作

为移位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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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仪表使用方法
8.1 流速测量

该仪器用做流速仪来使用，则不需要进行参数设置。首先将传感器与

显示仪正确连接，然后打开显示仪上的电源开关，接着将流速传感器置入

河渠测量点上即可测流速；显示器上显示的参数第一排对应测点流速值，

第二排对应测量周期值（可在此界面直接修改周期值），第三排对应零点

校准使能（当仪器系统零点不为零时使用该参数，零点

校准时参照 P8.5），第四排为自动测量时间显示及电量指示符号。

8.2 流量测量

仪表做流量仪使用时，需将被测渠道的结构参数输入到流量显示仪内

（渠底宽度、边坡系数、测速高度、测速边距、实测水位值），此时流量

显示仪显示断面平均流速，被测渠道或河道断面的流量（断面的流量是在

以上渠道参数的基础上，通过流量显示仪内设置的水利数学模型进行数学

运算而得到的渠道或河道该断面的平均流量）。（附注：测速高度建议选择

0.6 倍的水深，测速边距选择渠道底宽的 1/2）。渠道各参数值都参与流量

最终值计算，请精确确设置各参数值，以使流量测量值精确度更高。

8.3 测量要求

①测量点要尽量选择在渠道或河道比较平直的地段，避开闸门、弯道、

进水口/出水口、上下坡道处，直渠段要有一定的长度（上游 5-10 倍渠宽，

下游 2-5 倍渠宽）。这样测量段的水流分布就会相对稳定和均匀，测量数

据就会更加稳定、准确。

②流速传感器放置：头部指向水流上游以保证流速传感器平行于水

流轴线，请静等流速传感器稳定运行 100 秒后再读取测量数值，避开干扰

信号的初始输入和消除电极氧化膜。

③两种工作模式：限时选择 0为限定时间工作方式，选择 1为连续工

作方式。限时方式为省电模式设计，当流量显示仪开始工作时，工作 1分

钟后无操作显示器背光源自动关闭，这时显示器显示方式为普通的无背光

液晶显示方式；如果要打开显示器背光源，按键盘上的任何按键都可以马

上开启显示器背光源，流量显示仪连续工作 60 分钟后自动关闭工作电源

停止工作。连续工作方式为流量显示仪连续工作直到电池电量用完为止。

8.4 历史数据的记录和查询

本流量显示仪可以记录存储 1000 条历史数据。

8.4.1 历史数据的记录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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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自动记录每次测值的内部存储号，可在设置菜单内设置初始值，

每次测值自动加 1，1000 个记录后自动覆盖当前值。

8.4.2 历史数据的查询：

查询历史数据时：打开流量显示仪的电源开关，让流量显示仪工作在

正常测量状态，用“巡加或巡减”键进行翻页，找到（查看记录）项，用

“退出键”让箭头光标指向（查看记录）项，然后按一次 “设置”键，

修改参数值，再按一次设置键，这时程序就会进入到历史数据查询的显示

界面，在这里用“巡加或巡减”键可以查看所有的历史数据。每一条历史

数据都有编号，可以按编号顺序查询历史数据。如果要快速查询某一编号

的历史数据时，可以在参数设置菜单里的（记录号）项输入此编号，然后

退出参数设置状态，再进入历史数据查询的显示界面，即可直接显示此编

号的历史数据查 。查看完毕后按“退出”键，退出历史数据查询的显示

界面，回到正常测量工作状态。

8.5 零点校准（自动调零）

零点校准：进入参数设置/修改状态后，先将测量周期项设置为 1

（1*10s），再找到零点校准项，按一次 “设置”键进入零点自动调试状

态，这时该项零数字出现黑色光标，按 “巡加”键把零改为一，再按一

次 “设置”键后，启动零点自动校准。零点自动校准时间为 60 秒钟，这

时上行数字闪动由 60 逐渐减小到 0，零点自动校准结束。仪表在使用或校

验之前需进行零点调试，在零点自动调试过程中，必需保证被测介质静止

不动且要使被测导体球状包围在传感器电极周围，同时被测导体容器需非

导电材质。（举例：如下图所示）。

附注：操作要领说明

1、流速仪电极处于被测流体中心，传感器金属部分接触被测液体。

2、传感器调零期间使被测液体和传感器相对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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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维护（注意事项）
10.1 长时间搁置后，使用前用洁净的湿布擦拭电极（然后浸没在水中

3-5 小时）

10.2 经常保持流速传感器的洁净，防止泥、油脂粘结。

10.3 保持电磁流量显示仪的洁净与干燥。

10.4 正常给电磁流量显示仪内部电池充电（内部电池为 3.6V 可充电

锂电池，使用+5VC/DC 充电器,充电时须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连续 6-8 小

时。长期搁置不用时应每隔一个月充放一次电）。

十、产品成套性
10.1 MGG/KL-DCB 便携式明渠流速流量显示仪 一台

10.2 流速传感器 一台

10.3 流速仪尾翼 一个

10.4 五米钢卷尺 一把

10.5 内六方扳手 三个

10.6 测量插杆（定货长度） 一套

10.7 5V 充电器 一个

10.8 测量钢丝（定货长度） 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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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随机文件
11.1 使用说明书 一份

11.2 产品合格证 一份

11.3 装箱单 一份

11.4 流速仪履历表 一份

11.5 用户意见征求函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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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意见征求函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使用我公司的产品，为了更有效的保证产品质量，为您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请您在百忙之中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您对

该产品的建议一并填在下表中，我们将及时改进。

产品质量反馈信息表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检验员 合格证日期

产品存在的问题（或建议）：

用户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填表人 日期

河南宏达尔仪表有限公司
www.hdew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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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宏达尔仪表有限公司

TEL:0371-53735520

URL:http://www.hdew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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